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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次交通事故后，车子便开启
三天两头进修理厂的模式。这让咸安
居民杨先生很头痛。“到底是哪里出了
问题呢？”杨先生十分不解。

杨先生介绍，2012年，他在咸安某

汽车销售服务公司购买了一辆奥迪新
车。2014年 12 月，他发生了一起交通
事故，事后联系了汽车销售公司，并与
该公司签订保险理赔和汽车维修《个人
委托书》，约定在 2015 年 1 月 20 日修
缮后提车，4个月后，该公司才通知杨先
生领车。

本以为，这件事情从此就告一段
落，没想到，车子却三番五次坏。杨先
生说：“不是大修，便是小修，用了不到
五年的车子成了家里人的心病。”

今年6月份，杨先生将车子开到武
汉一家4S 店做保养，意外发现了车子

经常出问题的原因。
4S店检测出，车子的很多零部件

都有质量问题。怎么会这样呢？杨先
生回家后，查看了大大小小的维修单，
发现在2014年就该更换的零部件，咸
安的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并没有给他更
换，但相关费用却收取了。

气愤不已的杨先生找到这家汽车
销售服务公司负责人，但索赔无果。无
奈之下，杨先生便向工商部门投诉。

咸安区工商局根据投诉情况进行
了认真分析，并启动“诉案对接”机制，立
案查处。办案人员对事情始末进行了周

密细致的调查取证，并委托湖南某司法
鉴定所对零部件进行鉴定。鉴定结果
是，咸安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存在乱收费、
部分部件未更换的行为。

在铁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咸安汽车
销售服务公司终于承认了其欺诈消费
者的行为。

经咸安区工商局多次调解，该公司
向杨先生赔付了 10.5 万元。工商部门
也对该公司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
法行为进行了处罚。依据《侵害消费者
权益行为处罚办法》，涉事公司领罚
41275元。

奥迪为何三天两头进修理厂？
记者 王莉 通讯员 冯伟 徐科问消费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网民“玫瑰”咨询：“我有
个行李箱上了密码锁，长时间不用，密码
忘记了。请问怎么才能解开密码锁呢？”

【记者打听】6日，温泉路一家开锁店
老板支了几招。

方法一：将密码尽力向开关可拉动
的反方向推，打开手电照缝隙，转动密码

盘，观察之下的转轴凹槽。发现凹槽后，
记录凹槽所对数字，三个密码盘逐一记
录数字。得到三个数字，将数字逐位处
理：小于5的加5，大于5的减5，即得到
密码。

方法二：按方法一的方式得到三个
数据后，在这组数据基础上再加5，或加
其它相等的数字，就可以得到忘记了的

密码，熟练的话半分钟就可完成。
方法三：用适当的力量把密码锁开

关扳向打开的方向，从最左边一位密码
慢慢旋转，感觉右手稍微一动，再来第二
位，然后继续，也可以打开。

方法四：如果实在打不开，就拿到开
锁店，让开锁师傅帮忙打开。

该开锁店老板提醒市民们，可以准

备一个备忘录，将所有设置的密码，包括
银行卡的等都记录在里面，放在专门的
位置，以便查找。（记者 马丽）

行李箱密码忘记怎么办？

家住通山的刘佳女士多次到温泉看
房，准备全家迁过来。10月底，她终于与
一家房产开发公司签订了购房合同。

6日，她说：“购房优惠政策太及时
了。我用‘安家贷’贷了款，还申请了购
房补贴，有种占了很大便宜的感觉。”

一直在咸宁打拼的周明，是通城麦
市人，今年攒够了10万元的他准备在
咸宁买房定居。在获知咸宁出台了很
多购房优惠政策后，他欣喜若狂。“用公
积金还贷更轻松，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还能领到8000元的购房补贴，又能省
下一些费用来装修，购房优惠政策真是
件大实事、大好事。”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我市在鼓励农
民进城买房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但
根据目前的市场反响情况来看，要具体
落实到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系统性地
解决。例如政策配套、户籍制度改革、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以及与此相关联的
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
产权等。

市房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进
一步鼓励农民进城购房，我市自2015
年开始，便实行购房补贴优惠政策。

自2015年 12月 1日至2017年 7
月31日，农民购买90平方米（含）以下
新建普通商品住房补贴6000元；购买
91至144平方米新建普通商品住房补
贴8000元。

截止目前，我市共发放购房补贴优
惠卡（香城泉都卡）4216张，审核通过
并发放购房补贴共计1830万元。

我市给出的种种购房福利，加上目
前城区商品房房价较低，开发商还深入
乡镇进行广泛宣传，吸引不少农民进城
购房。

据城区一些楼盘销售人员反映，在
近半个多月看房、买房的人当中，有不
少人是来自周边乡镇的。

业内人士认为，除了购房补贴，还
要既让农民进城后享受城市居民的权
利，又能保留其在农村的权益，这样才
能完全激发农民进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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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
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新闻
网（咸宁论坛）上发贴称，通
城古龙路附近一条人行道变
成菜地了，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管管，还道于民。

2日，网民“不怕不怕”
发贴称，他是古龙路段的居
民，近年来，古龙路（广电局
西行至老电力公司段）人行
道有相当部分已变成菜地。
这条路本来就坡陡、路窄，街
道两旁常年还有车辆乱停乱
靠，现在人行道变菜地，市民
从此路经过时存在极大安全
隐患。

“为切实解决此问题，建
议相关部门能现场视察实情，

将菜地还原人行道，确保过路
人人身安全。”该网民说。

通城县城管执法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此路段确实存
在人行道变成自家菜地的现
象，原本狭窄的人行道变得
更窄，也存有诸多交通安全
隐患。该部门已将事情上
报，执法人员正在协调处理
此事。

通城一人行道变菜地
城管部门：正协调处理此事

学校违规补课现象多
教育部门：可拨打投诉电话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
道：近日，不少网民在咸宁新
闻（咸宁论坛）投诉，学校违
规补课现象多，希望相关部
门及时整顿。

1 日，网民“潜山一棵
葱”说，学校违规补课现象
在咸安很普遍。连一年级
的小学生都要补课，初高中
就更不用说了。而每月300
元的补课费实际上是学生
们选座位的“票券”。

5日，网民“素素”说，我
市严管补课之后，晚托班悄
然兴起，理由是“在下午放
学后加一小时课时，取消家
庭作业，为学生减负”，还要
求所有学生都参加托管
班。另外，家庭作业再不向
家长公布，如学生作业无法
完成或成绩下滑，老师不负
责任。家长想自己在家辅

导孩子作业也是心有余而
力不足了。

“原来是4点半放学，晚
托后5点半放学。5点半时
天已渐黑，家长接孩子时的
安全隐患增多，万一出事了
谁负责？”该网民问。

对此，市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2016年 12月上
旬开始至2017年2月底，将
在全市在职中小学教师中
开展有偿补课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整治重点为在职
中小学教师校外办班有偿
补课，组织、推荐和诱导学
生参加校外有偿补课，参与
校外有偿补课班代课等。
家长们如发现违规补课现
象 ，可 拨 打 举 报 电 话 ：
0715-8256997；或邮件举
报，举报邮箱：xnjylzjz@
163.com。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
报道：网民“卢”在咸宁新闻
网（咸宁论坛）发帖称，他在
通山申请普通增值税要交
费，但咸安等地不用交。

该网民说，今年八月，
他在通山县注册了小规模
纳税人，十月份去税务部门
办理税票时，被告知只能发
定额手撕票，如申请机打票
须交900元钱，但他们的业
务是对公司的，必须申请普
通增值税机打发票。

“据我了解，在咸安、温
泉，每月销售额3万元以内是
免税的，难道通山和温泉税务
不是一个政策？”该网民问。

通山县国税局对此进
行调查核实。调查结果显
示，根据《个体工商户税收定
期定额征收管理办法》及《湖
北省国家税务局个体工商户

税收定期定额管理实施办
法》规定，该局对其核定月销
售额为5000元，为未达起征
点双定户。 而网民提到的

“如申请机打票须交900元
钱”，是指的达起征点的增值
税额（月销售额为30000元
以下的免征，超过的全额按
3%计征），并不是费用。

其次，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再次明确不得将不
达增值税起征点的小规模纳税
人纳入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
推行范围的通知》规定，对未
达起征点的纳税人不得纳入
增值税发票系统升级版的范
围，只能使用定额发票。

目前，该网民已聘请会
计，改变其实行查账征收管
理的方式，顺利办好了增值
税发票升级版相关手续，问
题得到圆满解决。

申请普通增值税要交费
国税部门：按政策执行

农民进城买房有何优惠？
记者 朱亚平

在我市加快房地产去库存的进程中，越来越多农民搭上购
房优惠快车，在城区买房落户。

近日，不少网民关注此事，并在咸宁新闻网（咸宁论坛）上
发贴询问：“农民进城买房到底能享受到哪些优惠政策？”

6日，记者走访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房产局等部门，
就此进行了咨询。

当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自去年11月起，我市多
部门推出多种优惠政策，如低利息贷
款、千元购房补贴、户口免费迁进城
等，鼓励农民进城安家落户。

该负责人表示，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推出的政策是，农民只要在城
区创业或务工，便能使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

如何用住房公积金贷款呢？该负
责人解释，购房时，农民只需补缴6个月
的住房公积金费用（共计2004元）后，

即可申请商品房住房公积金贷款。
用住房公积金买房，首付仅二成，

5年以上贷款利率仅3.25%，大大降低
了购房成本。另外，在咸创业的大学
毕业生购房，只需补缴1000元住房公
积金，就可享受住房公积金贷款利
率。跟商业贷款利率相比，将节省高
达45%的利息支出。

没有缴公积金也不要紧，向相关
部门提交 6个月以上的社保缴费凭
证，即可申请商品房住房公积金贷
款。

购房补贴领福利

中国农业银行咸宁分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了响应市政府的购房惠民政策，
该行推出农民“安家贷”优惠贷款项目，
只要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权益，或为新入城镇
户籍未满1年（含1年），年龄在18周岁
至55周岁的农民，都可享受这项贷款。

此贷款期限最长可达30年，首付
款比例30%以上。

农民“安家贷”贷款买房办理起来
非常方便，只需提供外出务工人员所在
单位或企业出具的“收入证明书”、“收

入声明+银行流水”、政府增信证明，便
可到该行的营业厅办理。

另外，湖北银行“安居贷”也受到了
不少农民的追捧。截止2016年11月
30日，已累计发放1156笔，金额2.67
亿元。

据了解，农民进城落户，还可以享
受城市居民权利。农民在城区购买商
品住房并居住，其余家庭成员可选择将
户口迁至咸宁市，公安机关零门槛、零
收费办理迁移手续。落户后享有城市
居民同等劳动、教育、医疗等权利。

银行贷款更便捷

优惠政策获好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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